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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工程部
【投资策略建议】:
品种

天胶

豆粕

策略建议
方向
橡胶价格虽仍处偏强趋势，但上游产量增加期
即将到来。 风险偏好大的投资者可少量低位持
多。 一般投资者应谨慎操作为主，轻仓短单， 高位震荡
以偏弱震荡应对，设好止损，警惕回落出现。
橡胶 1609 参考区间：12100-13600
1701 合约低位多单少量持有，短线低吸高平，
震荡区间：2600-2800 点。

高位震荡

注：推荐级别分为★-----★★★★★五个级别,5★推荐强度最大

推荐：
推荐：豆粕逢低适量重新建多单。
豆粕逢低适量重新建多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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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财富，成就梦想

焦点关注：
焦点关注：
1、统计局：4 月，官方制造业 PMI 50.1，前值 50.2；官方非制造业 PMI 53.5，前值 53.8。
制造业 PMI 呈现出制造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，市场需求延续温和回升态势，原材料价格继续
回升，消费品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等特点。
2、国泰君安任泽平：制造业 PMI 小幅回调且略低于市场预期，但仍处荣枯线上。原材料和
产成品库存指数双降，表明这一波经济小周期回升主要受政府稳增长和房地产驱动，企业补
库存贡献不大，跟市场一度流行的观点不一致。
3、中新社：今年迄今，中国债券市场已有十多家民营和国有企业发生了推迟还本付息的情
况。多家机构称，中国债市压力来自多个方面，但债市总体杠杆并不高，尚不足以引发央行
更多的宽松政策。
4、北京商报：4 月以来至少有百家企业取消了超千亿的债券发行，债券市场遭遇前所未有
的评级下调潮。部分业内人士担忧，由于债券融资已经成为社会融资总量的重要构成，如果
这部分融资规模下降，会给经济复苏的进程蒙上阴影。
5、国税总局局长王军：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“初战告捷”。第二关是 5 月 3 日二手房交易
开票申报“难关”；第三关是 5 月 3 日起四个行业开票业务全面展开的“险关”。闯过三关，
就标志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第一场战役取得胜利。
6、新华网：在中企跨境并购浪潮中，我国私募股权机构跃跃欲试，正在成为中国资本出海
收购的一支生力军。但专家提醒，作为初出茅庐者，投资人需要提高鉴别力，注意躲避“雷
区”。

天胶
品种

天胶

策略建议
橡胶价格虽仍处偏强趋势，但上游产量增加期即将
到来。 风险偏好大的投资者可少量低位持多。 一
般投资者应谨慎操作为主，轻仓短单，以偏弱震荡
应对，设好止损，警惕回落出现。
橡胶 1609 参考区间：12100-13600
近期关注重点

近期影响
因素分析

方向

高位震荡

推荐

★★

美联储利率倾向，原油价格 ，最新重卡数据

利多因素

1, 泰国缅甸的收胶和限售政策
2， 国内货币宽松
3.美联储尚未加息

利空因素

1, 现货成交不足，下游需求不利
2，美国轮胎双反

规划财富，成就梦想
3， 国内经济数据疲软
总体评价

原料方面因泰国政策及天气因素维持回升。同时受国内政策调整影响，工业品
面临一定压力。外围方面，由于日元宽松带来的美元贬值支撑了原油价格，替
代品合成胶价格回升，支撑天胶底部价格。
受此影响，天胶维持区间震荡， 橡胶价格虽仍处偏强趋势，但上游产量增加
期即将到来。 风险偏好大的投资者可少量低位持多。 一般投资者应谨慎操作
为主，轻仓短单，以偏弱震荡应对，设好止损，警惕回落出现。
橡胶 1609 参考区间：12100-13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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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粕
品种
豆粕

策略建议
1701 合约低位多单少量持有，短线低吸高平，震荡
区间：2600-2800 点。

近期关注重点
近期关注重点

近期影响
因素分析

总体评价

方
高位震荡

推荐
★★

1、美豆销售情况；
2、南美大豆收获上市进度；
3、中国大豆进口和国内港口大豆库存情况；
4、油厂生产压榨情况；
5、养殖业存栏和补栏状况；
6、宏观面因素

利多因素

1、USDA4月报告调低了2015/16年度美豆期末库存；
2、生猪养殖盈利，有利于提高养猪户补栏积极性，3
月份生猪存栏量开始环比增加；
3、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最新公布的种植意向报告较
预期利多；
4、阿根廷大雨影响大豆产量和质量，推迟收割引发
供应担忧；
5、宏观面美元走软，中国经济数据好转，风险偏好
上升，大宗商品普遍上涨。

利空因素

1、2016年4月美国农业部报告调高阿根廷大豆产量，
并上调2014年度巴西大豆产量，2015年度全球大豆库
存上调。
2、国内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，短期饲料养殖需求继
续疲软。
3、国内港口库存维持高位，供应较充裕；
4、美豆价格大幅上涨可能导致 2016 年度美豆种植面
积高于预期。

本周CBOT大豆继续上涨,受基金买盘以及南美供应担忧支撑，但在高位受
到获利了结和豆油下跌拖累，期价从高点回落。本周大连豆粕也跟随美盘高位
震荡，维持强势。
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最新公布的4月供需报告整体中性偏多。美国农业部
（USDA）最新公布的4月供需报告显示，美国2015/16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39.29
亿蒲（约1.0693亿吨）,报告将2015年度美豆的出口数据上调1600万蒲，因此

规划财富，成就梦想
美豆年末库存下调至4.45亿蒲式耳，上月预估为4.60亿蒲，此前市场平均预期
为4.54亿蒲。
报告预计2015/16年度美豆的农场平均价为8.50-9.00美元/蒲式耳，上月
预估区间为8.25-9.25美元/蒲式耳，预计豆粕的平均价为275-295美元/短吨，
3月预估为270-300美元/短吨，豆油预估区间为29.00-31.00美分/磅，上月预
估为28.50-31.50美分/磅。
本月报告未对巴西大豆产量进行调整，巴西大豆产量维持在1亿吨，阿根
廷大豆产量上调50万吨至5900万吨，符合市场预期。
本月报告再次调高了中国大豆进口需求，从3月份的8200万吨上调至8300
万吨。报告预计2015/16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为3.2015亿吨；预计2015/16年度
全球大豆总消费为3.1635亿吨；2015/16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由3月份的7887
万吨上调至7902万吨。
国内方面，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，中国3月份进口大豆610万吨，2月
份进口大豆451万吨， 环比增35.3%，同比增35.9%。1-3月份大豆进口总量为
1626万吨，去年同期累计为1563万吨，同比增加4%。预计4月份大豆进口量增
至730万吨，5、6月份预计将增至850万吨。
国内港口大豆库存维持高位，截至2016年4月28日，国内港口大豆库存为
682万吨,前一周为683万吨。上周油厂开机率有所上升，截至4月22日当周，油
厂开机率为51.74%，前一周为49.6%,国内油厂进口大豆压榨利润维持高位，江
苏及山东地区油厂压榨利润为230元/吨左右。油厂豆粕库存小幅上升，截至
2016年4月24日当周，油厂库存下降至68.29万吨，前一周为65.40万吨。
目前中国饲料养殖需求总体稳定。从生猪市场来看，猪价继续维持高位，
生猪养殖利润继续增长。生猪存栏量开始企稳反弹，根据农业部公布的4000个
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，2016年3月份全国生猪存栏为37001万头，环比增加0.9%，
同比下降4.4%；能繁母猪存栏为3760万头，与上月持平。
由于巴西政治变革导致货币持续升值将影响巴西大豆出口，阿根廷大豆受
洪水影响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，这将有利于美豆出口需求上升，宏观面美联
储4月议息会议继续按兵不动，美元继续走软，对商品继续利多，预计在6月份
之前豆类继续维持强势，但短期过快上涨或已透支行情，短期或维持高位反复
震荡，操作上建议豆粕1701合约等待低点逢低建多单，短线低吸高平，不追涨
杀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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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通期货研究员：李金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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